
本报讯 10 月 13 日上午，持续 6
个多月、备受各单位关注的集团公司第
五届职工运动会在安工学院体育场圆满
落下帷幕。集团公司在家党委委员杨军、
龚华东、陈明勇、李文、蒋培进、汪农生，
股份公司高管方文生，与千余名运动员
和职工代表齐聚一堂，共赏闭幕盛况。

安工学院体育场，灯笼高挂，彩旗招
展。8时 58 分，冬瓜山铜矿、安庆铜矿、
庐江矿业……来自 31 个代表团的
1000 余名运动员意气风发，昂首挺胸，

高喊着 " 求实、创新、合作、自强 " 的企
业精神口号，阔步从主席台前走过，声音
嘹亮高亢，动作整齐划一。

“集团公司第五届职工运动会，是
在集团公司加快实施‘十三五’发展规
划、加快建设‘一强五优’国际化企业集
团、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际，举办
的一次体育盛会。”集团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杨军的致辞热情洋溢。

在过去的 6 个多月里，集团公司工
会精心筹备、合理安排，各单位积极响

应、密切配合，共同保证了各项赛事有序
开展。三月份以来，集团公司先后组织了
第九套广播体操、心手相连接力跑、登
山、齐心协力绑腿跑、拔河、24式太极拳
比赛等 12 项比赛，31 个基层单位、
7700 多人参与其中，为集团公司历届运
动会参赛人数之最。

“此次运动会，职工参与范围广精
神风貌展现好，全体运动员发扬更快、更
高、更强的体育精神，赛出了风格和水
平，展现了铜陵有色人顽强拼搏、锐意进

取的新面貌新气质新形
象。”杨军要求，要把这
次运动会上展现出来的
精气神带到日常工作中
去，进一步激发干事创
业的斗志和热情，把更
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
神转化为创新创造的实
际行动，只争朝夕，争先
进位，奋力实现集团公

司第二次党代会确立的“21155”宏伟
目标，加快建设“一强五优”国际化企
业集团。

杨军强调，我们要大力弘扬运动健
儿一往无前、勇争第一的竞技精神，坚
定不移推动集团公司做强做优做大。要
大力弘扬运动健儿不怕困难、坚韧不拔
的优良作风，坚定不移加快集团公司改
革创新发展。要大力弘扬运动健儿精诚
团结、携手奋进的道德风尚，坚定不移
实现集团公司人企共同发展。全体干部
职工要始终勤奋工作勇担当，立足岗位
做贡献，共同谱写公司发展新篇章。

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
明勇主持闭幕式，并宣读了集团公司第
五届职工运动会优秀组织奖和体育道
德风尚奖表彰决定。参会的集团公司党
委委员们为冬瓜山铜矿、安庆铜矿、铜
山矿业公司等 12 个单位颁发优秀组织
奖。安工学院、凤凰山矿业公司等 19 个
单位被授予体育道德风尚奖。

9时 38分，集团公司第五届职工运
动会大型团体表演正式开始。一千余名
运动员有序散开，伴着乐曲进行第九套
广播体操表演和 24 式太极拳表演，他
们的动作或活力四射、娴熟标准，或缓
缓舒展，如行云流水，引得大伙纷纷拍
照留念。《锣鼓龙狮》节目中，激情的音
乐，震天的锣鼓，栩栩如生的巨龙和雄
狮，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闭幕式现场气氛热烈，领导职工共
赏盛况，台上台下群情振奋。员工们纷
纷表示，很激动，很自豪，要在集团公司
第二次党代会确立的“21155”宏伟目
标指引下，群策群力，奋勇拼搏，共同开
创铜陵有色更加美好的明天。

陈 潇 / 文 王红平 / 摄

领导职工齐聚一堂 上下同心共享盛况

集团公司第五届职工运动会隆重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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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铜陵话说，他“魁”，胖胖的。
他常年工作在空间小、温度高、粉

尘多的冶金炉里，金隆、金昌、冶化等
单位的奥炉、转炉、阳极炉内，都留下
了他的身影。

他是集团公司第二季度“有色好
员工”范欣文。

1995 年 7月，他分配至金昌冶炼
厂转阳车间阳极炉工段，历任副班长、
班长、副工段长、工段长。期间，多次荣
获厂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岗位标
兵等光荣称号。

如今，他是工程技术分公司筑炉
专业组筑炉 3 班班长，也是班组里唯
一的党员。双重的使命，让他一次又一
次义无反顾的冲锋在前。

今年 5 月份，在金隆铜业公司年
度停产检修中，有 3 台阳极炉内衬耐
材均需拆除砌筑，耐材达 800 多吨，
工作量大，时间紧，怎么办？

正常情况下，停炉 72 小时方可
进炉施工。为了抢工期，停炉才 38小
时，范欣文便钻进了炉内。“差不多有
70 摄氏度，一进去身上就汗湿了。”
他说，不敢碰到炉内的撑子，一碰到就
要皮肉开“花”了。

拆除、砌筑，这些看起来简单的事

情，却大有学问。怎么拆、先拆什么、如
何撤出，第一个进入炉内的范欣文，仔
细查看了内里的破损情况。“东侧端
墙破损严重，稀氧定型砖需要全部更
换，西侧局部砖要更换。”详详细细的
做了记录，回去后，快速的做出方案。
最终结果是，仅用了一天，他的班组就
完成了整个炉衬砖的拆除。

然而，时间依然紧张。第一台炉子
还没砌筑结束，马上就要拆除第二台
阳极炉，他与工人们协商，要通过合理
分工，各包一片的方式，比技术、比手
艺，看看哪个是真强。

此建议充分调动了大伙的积极
性。平时，因每个人砌筑打灰浆手法不
一样，厚薄不一样，砌到碰头部位总是
有些不平整，不好看。这一次，由于各
包一片，每一片都是由一个专人来砌
筑打浆，砌出来的效果是意想不到的
平整，光滑。

“他们没有愿意服输的。”范欣文
说，他带的班组，一定是能打硬仗的。
大修期间，一连十多天，他和班组成员
从早晨 6 时开始作业，晚上到 10 时
才结束。5月份的天气，人们还能感受
到丝丝凉意，但他说：“15 个人，从早
到晚，衣服就没有干过。”

他坚持严格按章操作，每天进入工
作现场，不管时间多么紧，对于个别违章
操作的工人，都会毫不留情的严厉批评
指正。“在密闭空间里作业，安全是第
一，作业前检查好照明、机械设备、紧固
支撑丝杆是必备的一道工作程序。”每
到一处，他会重复说起这段早已烂熟的
话。在他眼里，只有把安全抓好，才能谈
产值和效益。

一般情况下每个炉子里都有 8 块定
型转，160 多斤一块。范欣文发现，拆除
这些“大家伙”，炉口朝前时，定型砖在
端墙的右上方，省事，也危险。炉口朝后
的话，定型砖转到端墙的左下角，拆除起
来更方便了，也安全。于是，他告诉班组
所有人，拆定型砖时，必须炉口朝后。

他有着极强的创新意识，多项合理
化建议被工程技术分公司采纳推广。他
提出的关于阳极炉端墙传砖的合理化建
议，节约人手 10 余人，并大大降低了工
人们的劳动强度。将每次打炉子的废钎
进行收集，到外面加工再使用的建议，为
筑炉专业组节约成本 5万元……

他的专业，成为工程技术分公司筑
炉专业组开拓市场的一块招牌，每年为
筑炉专业组新增产值约 80多万元。

陈 潇 丁 嵘

双重角色里的双倍担当

不久前，天津南开
大学阿斯哈尔·努尔太，
董旭东、戴蕊、王晗等 8
位新应征入伍的大学
生，在他们写给习近平
总书记的信中，表达了
拳拳报国之志。9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回信
肯定了他们投笔从戎、
报效伟大祖国的行为，
勉励他们 “不忘初心，
把热血挥洒在实现中国
强军梦的伟大实践当
中”。9 月 25 日，央视
《新闻联播》 报道了这
条新闻后，在青年人中
引起强烈回响。习近平
总书记的回信，为当代
青年学生成长报国指明
了方向，是对我国广大

青年的巨大关怀和鼓舞，更是让全国人
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 “你们青年
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
托在你们身上……”笔者认为，毛主席
的这段话表明青年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是国家的未来。对人生来说，青年是黄
金般的岁月，青年时期，人的生命最灿
烂、志向最豪迈、热情最激昂。在这一人
生阶段，青年人应该做些什么？南开大
学的 8 位大学生做出了响亮而又坚定
有力的回答：“报效祖国、奉献青春。”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自古
以来，我国文人志士多有投笔从戎的家
国情怀……”报效祖国，奉献青春，正是
基于这样一种家国情怀。天津南开大学
的 8 位新入伍的大学生是勇于践行爱
国心、报国志的典型代表，值得我们广
大青年人认真学习，各级党团组织部门
要在青年中开展学习总书记重要回信，
加强青年人立志高远、为党和人民的事
业而奋斗的教育。

我国青年人千千万万，他们奋斗在
各条战线上，由于身体条件不同，体检
严格，不可能都像南开大学 8 位大学生
那样投笔从戎，但是，青年人都应当在
人生征途上履行着自己的使命，干好本
职工作，在本职岗位上淬炼成钢，用实
际行动书写辉煌、无悔的青春篇章，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
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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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冬瓜山铜矿在加快矿山
发展进程中，坚持科技兴矿，创新驱动
的战略，三年来，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
奖、国家专利授权数十项等，有力地促
进了矿山产品产量的提高、技术经济
指标的改善。三年预计生产铜量 10
万吨，精矿含金 2240.57 千克、含银
41870.47 千克，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38.89 亿元，实现考核利润 6.17 亿元。

这个矿紧紧抓住矿山生产建设这
个重点，坚持科技创新助力生产，逐步
建立以企业技术创新为主体、以“产
学研”为主要形式、以破解矿山开采
难题为重点的科研攻关体系，形成了
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共同研发
平台和成果转化孵化器，一批科技成
果转化运用到生产中，成为全矿生产
跨越发展的强大动力。三年来，矿山

重点开展了冬瓜山矿床盘区隔离矿
柱资源(三步骤)安全高效回收课题专
项科技攻关，为实现矿产资源最大化
回收提供了技术保障，填补了国内深
井矿山采用大盘区、大采场、大产能
回采工艺高效回收矿柱资源的空白。
针对复杂难磨铜矿石磨矿分级系统
处理量低、磨矿产品粒度不均匀、分
级效率低、球耗及能耗高的行业重大
技术难题，该矿通过开展大型半自磨
机 SAB 流程的关键工艺研究，开发
了具有知识产权的复杂难磨铜矿石
SAB 流程磨矿分级产业化核心技术。
多年来，针对选矿工艺流程中硫铁产
品提质降杂的攻关课题，通过反复小
型试验，提出了硫铁产品提质降杂连
选试验方案，资源回收率得到进一步
提高，为实现硫铁资源高附加值利用

和企业利益最大化目标迈出了重要一
步;并持续开展选矿半自磨衬板结构优
化，确保半自磨机处理量每天在 13000
吨以上，为矿山稳产、高产提供了技术
保证。

三年来，矿山科技成果硕果累累，获
得科技成果奖省部级 3 项、市级 4 项、
集团公司 4 项；获得国家专利授权 14
件、QC成果 3 项、国家质量信得过班组
2 个；获得集团公司以上五小成果 39
项；在国内各类学术报刊上发表科技论
文 55 篇，科技成果转化率达 90%以上。
这些科技创新成果的数字，跳动着“科
教兴矿”的时代脉搏，闪烁着创新的智
慧火花，凝结着这个矿科技人员的汗水
和辛劳，为冬瓜山铜矿发展注入了强劲
的动力。

汤 菁

冬瓜山铜矿科技创新为矿山注入强劲动力
10 月 11 日下午，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新付在公司主楼四楼会议

室热情接待厄瓜多尔政府代表团，向对方简要介绍了铜陵有色公司 60 多年来发
展概况，双方还就尾矿库审批、建设、使用、闭库等关心问题进行交流。集团公司
国际贸易部、安全环保部、中铁建铜冠投资公司负责人参加。 夏富青 摄

10 月 12 日上午，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龚华东在集团公司信访办公
室开展了接访活动。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企业管理部、武装保卫部、法律事务
部、股份公司证券科、信访办以及相关单位有关负责人参加了接访活动。龚华东
先后认真听取了预约前来的金泰化工职工及家属、铜冠建安公司职工的反映和
诉求，与他们进行了充分沟通，作了相关政策解释和疏导。并要求相关单位针对
当事人的困难和诉求，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在不违背政策规定的前提下，能提供
方便和尽可能给予帮助，切实做好对职工群众的关心关爱。

本报记者 王红平 摄

本报讯 今年 1 月份，铜冠铜箔
公司年产 15000 吨高精度特种电子
铜箔扩建项目（二期Ⅰ段）投产，9 月
份，实现锂电箔产量 501 吨，创月产
量历史新高，在短短的八个月就顺利
达产，比计划提前了三个月，

今年锂电箔市场紧俏，尤其是八
月份以后，锂电箔市场更是供不应求。
为了抓住这一机遇，该公司商务部积
极开拓新客户，今年又开发了多氟多、
南都电源等大订单客户。但是光有订
单，没有产量也不行。该公司锂电箔工
场全员联动，奋力拼搏。生箔车间员工
率先发力，他们做大生箔收卷米数，优
化生产工艺，加强技术改造，实行精细
管理，从原来只能做到三四千米的卷，
到现在每卷能做到六千米以上，最大

能做到一万五千米，减少了下卷次数，
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撕边的情况也明
显减少，提高了成品率，半成品箔的产
量提高了 15%。同时，成品车间和商务
部密切配合，合理安排宽幅搭配，“我们
的卷宽幅是 1350，原来客户只要 725
宽幅，这样做两个卷又不够，做一个卷
浪费，挤压不少半成品呢”，成品车间工
段长纪小坤说到，“我们和商务部沟通
以后，他们积极与客户沟通洽谈，顺利
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一个卷可以搭配
两个不同的宽幅，搭配率都达到 92.5%，
可帮了我们大忙。”不仅如此，为了降本
增效，成品车间和商务部再次配合，跟
客户争取到大卷重的订单，卷长从原来
的 2000 米增加到 4000米，从原来两箱
货变成一箱货，不仅减少下卷次数，节
约了工作时间，还节约了大量辅材。宽
幅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宽幅种类多，就
要经常调整分切机的分切刀，为了调高
工作效率，成品车间在每个班组都定向
培养了 3 个调刀工。 何 亮

铜冠铜箔公司锂电箔产量提前三个月达产

本报讯 铜冠投资中广公司主
要承担着金冠铜业分公司与稀贵金
属分公司冶炼剩余的残渣销售及其
处理工作。残渣处理不及时，就导致
主体单位生产停产。该公司今年下半
年以来，着力在促进销售上狠下工
夫，保证了主体生产的安全与有序。

中广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正常
生产情况下，金冠铜业分公司的堆货
场只能两三天的灰渣量，而稀贵金属
分公司货场的堆放量也只有 3 天时
间。在销售上，该公司不再等靠代理
商，而是自己派人直面市场，用销售
量与价格挂钩的途径，自己上门寻求
供货商。本市及周边水泥生产企业，
成为该公司寻求的主要目标。

进入下半年以来，中广公司还围
绕“稳定直供，规范分销；市场调节，
量价互动；优化服务，提升品牌。”的

工作思路，来加大销售工作力度，拓展灰
渣销售市场。以前该公司主要在安徽本
地寻找销路，改变经营思路以后，该公司
不断派人远赴周边省份，访问客户，拿出
诚意，从湖南、湖北，到江西、四川，都留
下该公司销售人员的足迹。

在激励机制上，铜冠投资中广公司
还鼓励销售人员主动走出去，运用多种
销售策略，积极拓展销售渠道，来发展灰
渣销售客户。拉长了客户的链条，也使得
销售人员的积极性得到提高。同时对新
增加的客户，中广公司采取规范管理，利
用各种商务平台建立好基础资料、信誉
资料，签单、结账等管理实现了标准化。

由于销售措施得力，截至到目前，该
公司将集团公司内部主体冶炼单位的灰
渣库存量降低到近些年来的最低水平，
已接近零库存。

本报记者 江君 通讯员 桂在飞

铜冠投资中广公司促销售减库存确保主体生产

杨军致辞。 领导颁奖。

大型太极拳表演。


